
・8・ 天人之际

加桂冠诗人加桂冠诗人：：仿佛进入仿佛进入灵性灵性、、最完美最完美的世界的世界
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极

大的激发了渥太华桂冠诗人、渥

太华大学英文系教授戴毕丁的诗

人情怀。二零零九年一月三日，

刚刚看完上半场演出，诗人就兴

奋的和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观感。

戴毕丁认为演出是顶级的，

看演出时自己仿佛进入了灵性、

完美的世界。

舞蹈技巧登峰造极　编舞
伟大

戴毕丁教授用诗人的语言

盛赞颂神韵纽约艺术团演出的成

功，他说，“呈现到渥太华观众

面前的中国舞，巧妙的结合了中

国古典文化，这样的结合饶有情

趣。这是如此美妙的经历。我发

现结合着翻腾动作的中国古典舞

自始至终蕴含着伟大中华文化的

能量。”

“ 我完全倾倒了，陶醉其

中。神韵推崇古老而伟大的中国

文化，一般情况下，能理解和欣

赏到这样演出的机会难得。”诗

人感到，从现在开始，神韵艺术

团每年都会重返渥太华。他说，

“因为演出如此美妙，观众如此

爆满。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学习

和欣赏传统中国文化。无论是过

去的还是今天的，我们面前的神

韵演员都是天才。 ”

戴毕丁认为，“舞蹈演员

们的技巧登峰造极。舞蹈无人可

及。编舞也如此伟大。观赏神韵

的体验如此美妙。”他说：“美

猴王的翻腾技巧很棒。《龙泉鼓

舞》、《扇袖广舒》都很古典，

并且蕴含中国人美妙的精神价值

观，这些传递给西方观众和全世

界的观众，不管在哪个国家。非

常催人向上、振奋人心。”

戴毕丁还说：“服装无可

挑剔。为了更好的欣赏节目表达

的欢愉的内涵，舞蹈结合了不同

舞姿的精华，有阳刚，也有阴

柔，男性的敏捷矫健、女性的优

雅婀娜，相得益彰。真的太美丽

了。”

顶级的演出　仿佛进入了灵
性、最完美的世界

戴毕丁告诉记者：“我看到

神韵真正的将恢复传统文化付诸

实践，在世界范围内，道德、传

统的价值观、人类文明永远不应

该被遗忘和忽视，不管人类的生

活变得如何物质化进步，神圣的

精神永远存在于人性之中。”

戴毕丁教授说：“我们每

个人都有神圣的精神——我在观

看的这些节目中感受到了这种精

神，我感觉几乎进入到了另一个

世界，一个灵性的和 完美的世

界。”

他表示，“多年来在渥太

华国家艺术中心上演的 好演出

中，我认为这个演出远远名列前

茅。我知道神韵的演员主要来自

于纽约，这样更好，因为你可以

欣赏北美华人的技巧和天才的演

出。我认为这是顶级水准，是

好的。”

歌词高贵　传递伟大信息

戴毕丁对晚会中歌唱家演

绎的歌曲十分推崇。他说，“跟

去年、前年比，几年的演出好像

是全新的。我很欣赏独唱——虽

然不记得他们的名字。我在做笔

记。我从头到尾在做笔记。歌唱

家歌唱的如此美丽。”

“这些歌的歌词有强大的

精神和道德内涵。我仔细阅读了

这些歌词，因为我是一个诗人。

我把他们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诗

人的情怀做了一次连接和沟通：

歌词写得非常高贵，歌词是为一

个更高层境界的人类本性而创造

的，这些超越的价值观是在我们

所有人的人性中。

戴毕丁说，“慈悲和人性的

主题非常催人向上、激励人心。

巨大的温暖和人类精神存在于彼

此的洪大慈悲之中，对于人类社

会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们——

不管是中国人或非中国人。这是

我看了前半场后获得的伟大的信

息。”

戴毕丁说，他建议所有人都

来看神韵演出，包括他的学生。 

渥太华桂冠诗人、渥太华大
学英文系教授戴毕丁认为神韵晚
会是顶级的，催人向上、振奋人
心。

◎文／陆振岩

简单说起来，新年的确定

可以这样推算。从“冬至”这

一天开始，往后推算第二个“朔

日”。这里说的“朔日”就是在

月亮盈亏的变化周期里面，两个

满月中间有一天，基本看不到月

亮。这一天叫“朔”，也有叫

“新月”的。传统历法上就把

“朔日”定为每个月的初一日。

而跟这个相对的就是“望日”。

“望日”一般就是十五或十六，

就是满月这一天。

那么为什么是“冬至”之

后的第二个“朔日”为正月初一

呢？要讲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

绍一下中国的传统历法。很多

人把中国的传统历法叫做“阴

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叫法。

中国的传统历法既不是阴历，也

不是阳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

世界上有各种历法，有纯粹

的阴历，也有纯粹的阳历。比如

说伊斯兰历法，它就是纯粹的阴

历。它把完全以月相，月亮的盈

亏变化来确定月份；固定每年是

十二个月。因为月亮的盈亏变化

周期大概是二十九天半，所以它

一年的长度是短一些，大概是354

天。每隔33年以后，它就比公历

要差一年。也有纯粹以阳历为基

础的，就叫“太阳历”。这就是

象我们现在的公历这样，完全以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周期来制定的

历法。那么这样一年是365天或

366天。但这样一来月份的划分，

实际上跟月亮盈缺的变化是没有

关系的。月份完全只是一个名称

而已。

中国传统历法既不是单纯

的阴历，也不是单纯的阳历，而

是一种阴阳合历。因为对于古人

来说，太阴和太阳作为天上 显

眼的两个天体，都不容忽视。中

国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从不同于

现代科学的另一个角度特别强调

了天体运行和人类社会的紧密关

系。而从贯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

道家文化来讲，阴阳平衡是一个

极其重要的概念。因此传统历法

以朔望月确定历月，每年十二个

月，每隔一定时间要增加一个闰

月，使历年的平均长度接近回归

年，此外又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

周期视运行，以十五度等分划分

出二十四节气，对应四季变化。

闰月的推算也要依据节气。所以

传统历法中兼具阴历和阳历的成

份。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及

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家，仍使

用中国传统历法来推算传统节

日如新年、中秋节、端午节、清

明节等节日。历史上虽然世界其

他民族也有发展出阴阳合历的，

但对于节气， 多只有四分的，

二十四节气的准确划分为中国历

法独创；而且早在元代郭守敬编

订的《授时历》就测定出一个回

归年为三百六十五点二四二五

日，和现在世界上通用的《格里

高利历》（即公历）的周期一

样，但比后者早了三百多年。

　　那么一年从哪一个月

开始呢？古时以干支纪年、月、

日、时，其中“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恰好和

十二个月对应。历法中把冬至日

所在的月份定为子月。这是因

为，地支中的子属水，对应阴气

盛极而开始渐衰、阳气初生的状

态，而冬至这一天恰好是黑夜达

到 长，从此以后开始黑夜逐渐

变短，白天逐渐变长，所以和地

支中的子对应。这和半夜对应子

时是一个道理。

月份和地支的对应完成后，

仍然存在确定新年起始的问题。

汉武帝至今历朝大多都沿用了夏

历建寅月的传统，也就是以寅月

为正月。这样正月（寅月）就是

冬至所在月份（子月）之后的第

二个月，所以新年正月初一就是

冬至之后第二个朔日。当然也有

例外的情况，如出现闰十一月的

时候，但这种情况大约要隔二百

年才会出现一次。

传统历法中的传统历法中的新年新年是怎么确定的是怎么确定的

师旷是春秋时晋国著名音乐

家，字子野。关于师旷的音乐才

华，后人记载是十分神奇的。据

说，当师旷弹琴时，马儿会停止

吃草，仰起头侧耳倾听；觅食的

鸟儿会停止飞翔，翘首迷醉，丢

失口中的食物。

史料记载：晋平公新建的王

宫落成了，要举行庆祝典礼。卫

灵公为了修好两国关系，就率乐

工前去祝贺。卫灵公带着一批侍

从，走到濮水河边，天色已经慢

慢地黑下来，他们在河边倚车歇

息。卫灵公正在欣赏这美丽的夜

景时，突然听到一曲曲调新奇的

琴声，不禁心中大悦，于是招来

他的乐师师涓，命师涓寻找这奇

妙的音乐，并把它记录下来。师

涓领命而去，将乐曲记录下来，

整整忙碌了一夜。

卫灵公一行来到晋国边城，

晋平公在新建的王宫里摆上丰盛

的筵席，热情地招待贵宾。宴会

上，卫灵公在观赏晋国的

歌舞后，便命师涓演奏从濮水河

边听到的那支曲子助兴。师涓为

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便遵命

理弦调琴，使出浑身解数弹奏起

来。随着他的手指起落，琴声像

绵绵不断的细雨，又像是令人心

碎的哀痛哭诉。坐在陪席上的晋

国掌乐太师师旷面带微笑，用心

倾听着。不一会儿，只见他脸上

的笑容渐渐消失了，神色越来越

严肃。

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

师旷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

身，按住师涓的手，断然喝道：

快停住！这是亡国之音啊！千万

弹不得！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

公祝贺的，听掌乐太师师旷这么

一说，吃惊地愣住了。师涓更是

吓得不知所措。晋平公见喜庆之

时，本国掌乐太师突然插一杠

子，弄得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

台，忙责问太师道：这曲子好听

得很，你怎么说它是“亡国之

音”呢？

师 旷

振振有词地

道：这是商

朝末年乐师

师延为暴君

商纣王所作

的“靡靡之

音”。后来

商纣王无道，被周

武王讨灭了，师延自知助纣为虐

害怕处罚，就在走投无路时，抱

着琴跳进濮河自尽了。所以，这

音乐一定是在濮河边听来的。这

音乐很不吉利，谁要沉醉于它谁

的国家定会衰落。所以不能让师

涓奏完这支曲子。说到这里，他

转过脸来问师涓道：你弹的这支

曲子是在濮河边听来的吗？回答

说：正是从濮水河边听来的！卫

灵公在惊讶中替本国乐师解窘。

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早

已改朝换代了，我们现在演奏，

又有什么妨碍呢？你还是让贵国

乐师弹下去吧！师旷摇摇头，执

拗道：佳音美曲可以使我们身心

振奋，亡国之音会使人堕落。主

公是一国之君，应该听佳音美

曲，为什么要听亡国之音呢？晋

平公见卫灵公一行人面有难色，

便命令师旷道：你快松手，让乐

师弹下去！别扫大家的兴！今日

是大喜之日，怠慢了贵宾，拿你

是问！师旷执拗不过，只能松

手。师涓终于弹完了那支乐曲。

当 后一个音符消失，晋

平公见师旷面带愠色，便对他发

问道：这是什么曲调的乐曲？师

旷回答：《清商》。是不是 悲

凉的曲调？师旷答：不是，比它

更悲凉的还有《清徽》。晋平公

道：好啊，你作为回礼就来弹一

曲《清徽》吧！

师旷道：不，古代能够听

《清徽》的，都是有德有意尽善

尽美的君主。大王的修养还不够

好，不能听！

晋平公道：我不管什么德

什么义的，我只喜欢音乐。你快

弹吧！师旷感到王命难违，只好

坐下来，展开了自己的琴。当他

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

时，便见有16只玄鹤从南方冉冉

飞来，一边伸着脖颈鸣叫，一边

排着整齐的队列展翅起舞。当他

继续弹奏时，玄鹤的鸣叫声和琴

声融为一体，在天际久久回荡。

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

喜。

曲终，晋平公激动地提着

酒壶，离开席位边向师旷敬酒时

问道：在人世间，大概没有比这

《清徽》更悲怆的曲调了吧？师

旷答道：不，它远远比不上《清

角》。晋平公喜不自禁地道：那

太好了，就请太师再奏一曲《清

角》吧！师旷急忙摇头道：使不

得！《清角》可是一支不寻常的

曲调啊！它是黄帝当年于西泰山

上会集诸鬼神而作的，怎能轻易

弹奏？若是招来灾祸，就悔之莫

及了！

“哎，太师不必过虑。上

古之事更加久远，怎能祸及现在

呢？你弹来听听又有何妨？”师

旷见晋平公一定要听，无可奈

何，只好勉强从命，弹起了《清

角》。当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

手指流出，人们就见西北方向，

晴朗的天空徒然滚起乌黑的浓

云。当第二串音响飘离殿堂时，

便有狂风暴雨应声而至。当第三

串音响骤起，但见尖厉的狂风呼

啸着，掀翻了宫廷的房瓦，撕碎

了室内的一幅幅帷幔，各种祭祀

的重器纷纷震破，屋上的瓦坠落

一地。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

避，四处奔走。晋平公也吓得抱

头鼠窜，趴在廊柱下，惊慌失色

地喊道：不能再奏《清角》了！

赶快停止……

师旷停手，顿时风止雨退，

云开雾散。在场所有的人打心底

里佩服师旷的琴艺。卫国乐师师

涓大开眼界，激动地上前握住师

旷的手说：你的技艺真可惊天

地、泣鬼神啊！ 

师旷琴艺通神师旷琴艺通神 

古琴

二零零九年一月九日


